一場有關 “ 反錫安主義”的風波
朱易
在美國, 反錫安主義(一譯反猶太複國主義)是
個敏感詞.如果名人與這個詞連在一起,鐵定是個大新
聞.梅吉森 7 月 28 日因醉酒開車,被員警截停檢查,不知
怎的扯上戰爭和猶太人 , 梅吉森口無遮攔,說什麼戰爭
都是猶太人開始的, 他說猶太人應為戰爭負責. 梅吉森
隨後向猶太人社區道歉,表示那是酒後亂性所致,當不得
真.
一般而言,酒後駕車要認真對待,酒後失言則不必當
真,不過要是這兩件事都出在名人梅吉森身上,結果就不
太一樣.梅吉森酒醉駕車,被員警攔下檢查, 演成報紙頭
版新聞, 一時間梅吉森被視為反錫安主義的代表人物.
當然接下來的媒體中所出現的新聞,就是名人們就
梅吉森的酒後醉話如何選邊站的報導,新聞記者不斷追
著娛樂界名人們要他們表態. 例如 8 月 7 日今日美國
報,就列出一組表示理解梅吉森的娛樂界名人,認為他並
非是反錫安主義者,只是有酗酒的壞習慣,應該原諒他,
支持他,另一組娛樂界名人, 則認為吉森可恥,更絕的
是, 他們中有的發誓絕不再與他合作,有的發誓再也不
看他的電影.有趣的是, 還有人是列在未決定之下,大概
還在權衡該如何表態吧.
吉森是娛樂界名人,鬧得娛樂界紛紛表態也合情合
理,但由於他曾拍過電影基督受難記,並受到美國福音教
會的一致推崇,甚至可以說還沒有那一個文學議題讓教
會如此團結一致.因此媒體也不放過教會的名人,一個個
名牧師,也要發表個人看法.
聯合國秘書長安南旋風般走訪中東
之後，黎巴嫩南部部署國際維和部
隊的行動正式展開。
法國因為是安理會停火協議的草案起
草國家，也是維和部隊的領頭者，自然帶
頭出兵兩千五百人參與維和，這是殖民時
代結束之後，法國向
中東派駐最大規模的
軍隊。雖然美國也是
協議發起國家之一，
但美軍實在不受歡
迎，所以只能讓賢。

在

福音派教會對待吉森的態度,華盛頓郵報用一句話
概括, “ 福音派痛恨吉森的罪,但擁抱他的受難記”.酒
醉駕車和口無遮攔,當然不可能得到教會牧師認同,但如

說些違背他本意的話,當不得真,再說他不在現場,又沒
聽見梅吉森說話, 因此無法去論斷.
有 1600 萬會員的美南浸信會前主席詹姆斯.米勒特

果說吉森有反錫安主義思想,那麼這種思想就不可能是
一朝一夕形成的,也可能體現在他的電影作品中,那麼就
涉及到對基督受難記的評價了.而這當中就涉及到了教
會的立場.因此大多數被媒體訪問到的牧師,都十分小
心,避免否定基督受難記.
基督受難記還未上映時,就受到猶太社區的責疑,認
為是一部宣揚反對猶太複國主義的電影.因為電影渲染
了猶太人殺害耶穌的細節,並借用聖經中的話,讓猶太人
表白, “ 讓流耶穌的血歸到猶太人和猶太人的後代”.這
讓猶太社區感到會掀起反猶太主義思想來.基督受難記
最後上映時,把這句話刪除,並在電影結束時,以字幕方
式陳述,有多少猶太人在二戰中死去.電影上映後的事實
證明, 基督受難記並未引發反猶太複國主義思潮.
愛家協會主席道生牧師的態度是:吉森的言行是傷
害性的和不幸的,但與基督受難記毫無關聯,基督受難記
是本世紀最好的電影.超大型教會新生命教會的主任牧
師, 也是全美福音聯合會的主席特.赫格德認為此事值
得關注,但目前還看不出有重新評價基督受難記的必要,
他此舉基本上劃定了福音派教會的立場底線:即不贊成
吉森的言行,但那是個偶發的不幸事件,與他的作品無
涉.這是比較公事公辦的態度.
不過還是有不少牧師更體現出寬容和慈愛,他們會
為吉森辯護兩句.同樣也是全美十大教會之一, 會友有
兩萬人的社區教會的一位同工就指出,人喝醉了酒就會

牧師認為吉森的言行是羞恥的.但並不認為吉森的電影
有任何的反錫安主義的思想.他認為基督受難記並非宣
揚猶太人殺了耶穌,而是宣揚耶穌心甘情願為全人類的
罪而死,為我們的罪而死,道生牧師也認為吉森已經為不
當言行道歉並請求猶太社區原諒,他還能做什麼呢?因
此,愛家對基督受難記的肯定仍然有效.
赫格德牧師在 2004 年基督受難記上映時對紐約時
報表示,吉森是當代的米開郎基羅.他在接受華盛頓時報
的採訪時表示: 世上最好的電影, 書, 講道文都是由不
完全的人寫出來和講出來的.作品好壞由作品本身決定.
因此基督受難記仍然是一個經典之作,未來的千年中,人
們仍然會去觀看, 直到基督再來.
由此可見, 梅吉森在美國社會中的地位並未有多大
的動搖, 觀眾仍然十分喜愛他的作品. 對他意見最大的
是猶大社區,對他抵制最大的是好萊塢, 但這些對他的
電影事業影響並不大, 因為在製作和推出基督受難記過
程中, 一直受到猶大社區的責疑,但最後並未影響到影
片的成功.而吉森是好萊塢唯一可以賺大錢的獨立製作
人, 他甚至還是獨立發行人, 基督受難記己成為史上十
部最賺錢的電影之一, 他完全可以獨立於好萊塢之外而
繼續賺錢.
因此,這場由他掀起的有關反錫安主義的風波, 最
終只能是 “ 茶壺裏的風波”, 不過由此可看出,以色列
問題在美國政治中的敏感性.

倒沒有什 麼顧慮 ，但在 二戰 的歲月裏 ，畢
竟是德軍 （主要 是蓋世 太保 ）執行了 希特
勒屠殺數 百萬猶 太人的 命令 ，一旦在 以黎
邊境以色 列軍隊 萬一跟 維和 部隊產生 摩
擦，以軍 德軍相 遇，會 產生 怎樣的“化 學
作用”，也 沒有人 可以預 測。除了西 方國

人歡迎。當初伊拉克獨裁強人侯賽因出兵
吞併科威特，基地組織領袖賓拉登向沙地
阿拉伯提出帶兵抗擊侯賽因，結果沒有被
接納，沙地反而要求老布希出兵，但當美
軍踏上麥加等伊斯蘭聖地後，激起了賓拉
登的憤怒，從而埋下了九一一恐怖襲擊美

丁果

義欺負的歷史經驗和內戰的痛苦記憶，懂
得當今落後國家的困難，中國在世界事務
中常常站在發展中國家的立場上，容易受
到落後國家的信任和支持，如果由中國軍
人組成維和部隊，無論在非洲還是中東，
受到各方攻擊的可能性比美軍，比英法德
意日的軍隊都會來的
低。同時，中國軍人
的待遇同世界其他強
國和先進國家比較，
還是相當偏低的，因
此自願報名參加待遇

國的仇恨種子。因此，美國干預世界事
務，在某種程度上是維持國際社會穩定的
必然舉措，但美國出兵，常常是成事不
足，敗事有餘，而美國兵死了一些，白宮
就要承受國內反戰勢力的重大壓力。在這
種情況下，美國出錢，出訓練經費，而由
中國出人，是最好的合作模式。中國是世
界上崛起最快的國家，有全球人數最多的
陸軍兵員，再加上中國過去有過受帝國主

較高的國際維和部
隊，對士兵本人來說，也是具有較大吸引
力的，而中國軍人對犧牲負傷的承受能
力，也比美軍和其他國家的軍人高很多。
由此可見，在當今的國際事務中，
美中合作具有最大的互補性，也能互相制
約，從而起到國際維和部隊最能起到的維
和效果。美中配合，為世界和平作貢獻，
要比美中各自形成陣營冷戰熱戰，引發世
界動盪要好處多得多。

中美合作，是最好的國際維和組合

義大利出兵之
後，德國也會出兵，加上日本在伊拉克的
參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德日意同盟國，
如今都走出敗戰的陰影，再次走向世界。
但是，令人擔心的是，日本在首相繼
續參拜靖國神社，對過去侵略戰爭百般抵
賴，肆意扭曲歷史的前提下，太陽旗重新
飄洋過海，讓許多過去戰爭的受害者產生
恐懼；而德國因為對希特勒法西斯帝國的
罪惡反省徹底，國際社會對德軍走出海外

家，世界 最大的 回教國 家印 尼，也堅 決要
求參與維 和部隊 ，這導 致維 和部隊本 身，
也充滿著 許多變 數。至 於加 拿大，對 要不
要出兵， 各政黨 主張不 一， 莫衷一是 。
其實，最 簡單的 維和部 隊模 式，應該 是聯
合國為主 導單位 ，美國 為主 要出錢國 家，
中國為主 要出兵 國家。 何以 如此說， 理由
很簡單。 在當今 國際社 會， 美國是全 球唯
一超強， 最喜歡 做世界 員警 ，但又最 不受

《文心沙龍》歡迎海外文化人
9月

3日

生命與死亡
（主講人：朱 斌 先生

9 月 10 日
我們是一群來自大
江南北、五湖四海的異
鄉客旅；不論我們現在
從事任何行業，但我們
有基督的愛以及對中國
文化關懷的那把「文心
之火」永不止熄。
如您有空，又有一
顆「文心」；請來《文
心沙龍》，讓我們溫馨
的聚在一起分享基督的
愛、一起談天說地，以
慰文愁，一起拾回那曾
經擁有、卻已失落的
———「文心」。

華東師大 、加州州立大學 M.B.A. ）

鍾素明傳道及女兒汪蕙欣的見証
（主講人：鍾素明 傳道佈道，智障女兒的獻詩及彈琴特別感人。來自台灣）

9 月 17 日

用智慧的心，數算你的錢財
（主講人：郭維國 先生

9 月 24 日

做神國人？或做中國人？
（主講人：蔡登文

10 月 1 日

台灣師範大學、霍甫金斯大學 M.B.A.）

先生

時仲論壇報社長

台灣海洋大學）

10 月 8 日

透過鏡片看創造
（主講人：陸繼國 先生 JPL 工程師

南達科達州大學電機碩士）

10 月 15 日

蘇拉蜜女、林黛玉、揚振寧

10 月 22 日

文化中的信仰力量

（主講人：劉志剛 先生 作家 國際神學院道學碩士）
（主講人：鄭更榮 先生 牧師 中華歸主神學院教牧博士）

10 月 29 日

靈魂的感覺

11 月 5 日

現代人的精神放逐

（主講人：王大衛

先生

宣教士

、中醫師

中醫博士）

（主講人：施 瑋 女士 詩人、作家。北京魯迅文學院、復旦大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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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樂章
（主講人：張慶祥 先生 西安音樂學院 曾任東方歌舞團作曲指揮 ）

本期主要內容：

《英雄帖》歡迎您成為「沙龍主講人」
歡迎大家成為「文心沙龍」的「主講人」
每周日下午 3 ： 00 — 4 ： 00
讓您發表您個人對基督教的研究心得。
隨後 1 小時，大家與您共同討論。
請盡早連絡，將您的簡歷，討論提綱，日期。
E-Mail 至 info@a1126.org
或電 (909)322-9563 曾慶華 我們會安排時間及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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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新聞、歷史煙雲、今日以斯帖、靈修日記
健康資訊、Read with me、山行文化天地
山行基督徒教育研究中心、山行文藝

